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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告知书
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依据相关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乐人社监告［2019］第
2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已送达。

《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乐人社监告［2019］第2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1月21日

附件：

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
乐人社监告［2019］第2号

被告知单位：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 人：李兴荣 身份证号：232332197707031825
负责人：孙青君 身份证号：232301197403063719
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拖欠刘文华等2人工人工

资28000元。我局于2019年11月4日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现
依据《海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实施细则》第四条的
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处理：将海南屹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根据《海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实施细则》第五
条第三项的规定：被告知单位如对该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
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或者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
申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我局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5号
联系人：陈赞生 电话：85596230 传真：85596230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1月21日

备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
被告知人。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91213期）

定于2019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下列资产：01.三

亚市吉阳大道11319.11m2土地和地上3419.29m2房产使用权，证

号：三土房（2002）字第1087号，批准未建面积13056.58m2，海南

京润珍珠文化馆有限公司股权交付。参考价6700万元，保证金

670 万元。02. 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商贸地段商业土地，面积

4837.24m2，证号：文国用2011第W0303471号，容积率2.0，海南

盈恒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交付。参考价850万，保证金85万元。展

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8时。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拍卖地址：海口市文华路君华海逸酒店二层贵宾厅

电 话：18889289611 0898-68534238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19〕25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据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公示期限：公示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19年11月21日至
2019年12月20日止。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本
公示所列拟出让地块有意向的，以书面方式向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交如下申请文件：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件；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3、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注：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申请。四、申请递交：1、联系地址：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
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海口市

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2、联系人：周
先生 金女士；3、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8538965。五、确定供地
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拟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将按国土资源
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令）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的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该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
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1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8）-45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昌洒镇宋氏
祖居西南侧地段

面积
38216平方米

（折合57.324亩）

土地用途
文化设施用地

（文化活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0%，绿化率≥40%，文物古迹
控制范围线以内建筑限高小于10米，以外小于5米

海南易联普惠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于警惕网络贷款诈骗的声明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海南易联普惠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系在
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备案的正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名义，在网络
和微信上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事非法放贷业务，向客户发放借款、收取
非法高额利息，实施涉嫌网络贷款诈骗行为。就此，本公司已向警方报
案、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现郑重公告声明，本公司从未开展
任何违规网络贷款业务，也从未授权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违规网络
贷款业务。对于任何涉嫌从事本声明的侵权行为或冒充本公司、公司员
工或以本公司名义进行网络贷款诈骗活动或进行任何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的，本公司将依法向公安机关举报维权、打击犯罪，绝不姑息。同时，我司
提醒广大客户提高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欢迎广大客户积极举报
非法放贷活动，共同维护合法金融市场经营秩序。特此声明！
公司官网地址：www.ieasyloan.com。联系电话：0898-68502932

海南易联普惠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退还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款支付保证金的公告

海南永润石油有限公司、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澄
迈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澄豫银鹰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多林置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天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郭冠新等：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
978号）等文件要求，建筑业企业在工程建设中需缴纳的保证金
的，除依法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法定保证金外，
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自2016年接到国办发[2016]978号《通
知》之日起，我局已通知相关单位和个人办理文件规定取消的保证
金的退款手续。但截止公告发布之前，我局仍然无法联系到在我
局交付了工程款支付保证金的你们8家单位和个人；你们也未到
我局办理工程款支付保证金退款手续。为此，我局公告如下：请你
们8家单位和个人于2019年11月28日前到我局办理工程款支付
保证金退款手续。退款手续办理地点：金江镇华成路45号财政大
楼5楼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管理岗，联系人：陆杨，咨询
电话：0898-67623273。逾期不来办理退款手续的，我局将把其
原来交付的工程款支付保证金提存至海南省澄迈县公证处。

特此公告。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1月18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1HN018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白龙北路原旅游职业学校28间铺
面、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银海苑铺面及房产、海口市海虹路一
层20间铺面及二层整体铺面进行分别招租，公告如下：

1、本次招租房产、商铺分别位于海口市白龙北路、海甸岛和
平大道、海口市海虹路，其中白龙北路28间、海虹路21间。房产
面积44.78m2、428.9m2不等。2、租赁期限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
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3、本次房产、铺面招租分两
批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第一批公告期：2019年11月21
日至2019年12月4日，第二批公告期：2019年11月21日至2019
年12月5日，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
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见海南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其他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
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1月21日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向阳
队耕地开垦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如已办理三证合一的单位只需提供营业执照

副本）；具备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手册；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或以
上级职称。投标人于 2019年 11月21日至2019年11月 22日17时，
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海南
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手册、2017年1月1日至今具有招标代理业绩（附
代理合同、招标公告、中标公示）原件及复印件（盖章）到澄迈县金江镇
华成路财政大楼5楼报名。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67629558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9年11月21日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
报，确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
负担；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
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更好服务
群众看病就医；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

会议指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引入教育、养老等
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是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的重大税制改革，是减税降费的
重要举措。自去年10月实施以来，改
革成效逐步显现，今年前9个月累计

减税 4400 多亿元，惠及 2.5 亿纳税
人，对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
扩大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
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清缴制度，使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更好
落实并不断完善，实现税制可持续。
会议决定，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特别
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暂定两年内对
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或年
度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免除汇算
清缴义务。会议要求加强相关政策解
读，简化操作流程，优化办税服务，便
利纳税人依法纳税。会议还决定，为
促进海运业发展，适应国内对海产品

较快增长的需求，借鉴国际做法，从今
年1月1日起到2023年底，对一个纳
税年度内在船航行超过183天的远洋
船员，其工资薪金收入减按50%计入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会议指出，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为降低

“虚高”药价、减轻群众负担发挥了积极
作用。会议要求进一步推进这项工
作。一是扩大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
种范围，优先将原研药与仿制药价差较
大的品种，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的基本药物等纳入集中采购，
以带量采购促进药价实质性降低。构

建药品国家集中采购平台，依托省（区、
市）建设全国统一开放采购市场。二是
确保集中采购药品稳定供应和质量安
全。建立中标生产企业应急储备、库存
和产能报告制度，加强中标药品抽检，
实行市场清退制度。建设药品追溯系
统，明年底前率先实现疫苗和国家集中
采购使用药品“一物一码”，并可由公众
自主查验。三是制定实施国家用药管
理办法。推动医疗机构首先使用国家
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药品。加强医院
药事管理，依法查处不合理用药行为。
建立健全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机制。
在总体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稳妥

有序试点探索医疗服务价格的优化。
四是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原则上
对同一通用名相同剂型和规格的原研
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等实行相
同的支付标准。探索更加高效的药品
货款支付办法。

为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并与营改
增改革取消营业税相衔接，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草案）》。草案保持现行城市维护建
设税暂行条例的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
不变。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报，确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
■ 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更好服务群众看病就医
■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就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方位
战略部署，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
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截至目前，作为教育开放的重要
内容，我国经教育部和各省市审批通
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总计
2405个，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
的国际化人才；同时，与52个国家或
地区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
议……

开放，带给中国教育新气象，开启
中国教育新篇章。

打开“窗户”：
相送“希望”“幸福”

初冬的暖阳，洒进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的俄语教室。

一堂课临近尾声，61岁的俄罗
斯籍外教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
拉祖姆科娃轻轻起了个头，带领学生

们深情地唱起俄文歌曲《哦！严寒啊
严寒》。

“孔夫子的家乡曲阜是座安静而
美丽的小城。在我心中，这里是最适
合读书人做学问的地方。”拉祖姆科
娃说。

得益于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与曲
阜师范大学的友好合作，5年前，精通
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6门语言的拉
祖姆科娃从家乡秋明市来到孔子故
里，教授俄语与俄罗斯文化。

在俄语中，“娜杰日达”是“希望”
的意思，拉祖姆科娃十分乐意学生们
称呼她“希望老师”。她教的多名学生
多次在高校俄语大赛中获得佳绩，有
的学生还因此得到公派留学机会，这
让她特别高兴。

“我教学生们俄语，为他们打开一
扇希望的窗户；他们教我汉语，也为我
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明的窗户。”拉祖
姆科娃说。

两年前，拉祖姆科娃获得“齐鲁友
谊奖”，这是山东省为表彰外国专家而
设立的最高奖励。

网红“洋教”：
亲历、共享发展

往蜡烛上喷“水”，蜡烛升腾起火
焰；往化学器皿里加入液体，绿色泡沫
蹿至屋顶……一身白大褂、戴着护目
镜、发须花白的“洋教授”戴伟，用一口
流利的汉语，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向中
国孩子们展示化学世界的神奇，引来

“哇”声一片。
戴伟今年61岁，来自英国，是北

京化工大学的特聘教授。这位拉祖姆
科娃的同龄人，20年前就来到了中国
的大学校园和实验室，一直没有离开。

上个世纪80年代，戴伟第一次来
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爱上了中国。1996
年，这位年轻的化学家接到北京化工大
学的邀请后，辞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化
学系教学委员会主席职务，来到北京。

来到中国后，戴伟成为北京化工
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特聘教授。2001年，他荣获国家
外国专家局颁发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200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这是我国颁发给外国
专家的最高奖项。

戴伟表示，中国大学教育及科研领
域的飞速发展让他感受最深；作为亲历
者和共享者，特别庆幸当年的选择。

去年以来，戴伟开通短视频和微
博账号“戴博士实验室”，将各种有趣
的化学实验视频上传网络，成为“网红
教授”，目前粉丝已超过300万。

合作办学：
共享“融合”“情谊”

古城苏州，有这样一位年逾古稀
的外国老人，每天骑着自行车，怡然穿
行于大街小巷。他是江苏西交利物浦
大学副校长古德曼。

“20世纪70年代我来中国读书
时，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只有80万，
现在这个数字已接近4000万。这是
非常惊人的变化！”古德曼说。

2006年，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利
物浦大学合作创建西交利物浦大学。

教职员工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外籍教师占教师队伍的80%。

2019年3月的一天，浙江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东
帝汶总理夫人伊莎贝尔在信中对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育品质、对东帝汶
人才培养的帮助表示赞赏和感谢。

2017年底，来自东帝汶的45名
学员到达浙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参
加为期1年的非学历培训。

电工技术、数控加工、计算机绘图
及产品设计、企业实践……“干货”满
满的培训紧张有序地展开。学习之
余，中国师生经常邀请东帝汶学员一
起用餐、过周末。

“班主任老师就像我的第二个妈
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像我的第二
个家。”东帝汶学生乔迪说。

近年来，浙江不断提升教育对外
开放的层次与规模，让中国教育的“朋
友圈”汇集更多人气与情谊。截至
2017年，浙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留学生已达18743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开放，开启中国教育新篇章

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
1999年12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展览局第126

次全体大会上正式宣布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
会。2002年12月，经表决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
会举办权。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正式开
园。上海世博会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这是我国
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第一次在发
展中国家举行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副主题是：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城市经济的繁荣、
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和乡村的
互动。会徽图案以汉字“世”与数字“2010”组成，
以绿色为主色调。吉祥物为海宝。从5月1日开
园到10月31日闭幕的184天时间里，来自246个
国家、国际组织的参展方，通过精彩纷呈、美轮美奂
的展示、论坛、表演等形式，探讨城市未来发展前
景，生动诠释了“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世博理
念。7308万人次的中外参观者，创造了世博会历
史上的新纪录。上海世博会以一届成功、精彩、难
忘的世博会胜利载入世博会史册。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百
年世博梦想，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
文明、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
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
神风貌，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摸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雨萧）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20日发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公报。普查显示，2018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2178.9万个，比
2013年末增加1093.2万个，增长100.7%；产业活
动单位 2455.0 万个，增加 1151.5 万个，增长
88.3%；个体经营户6295.9万个。

从业人员方面，2018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8323.6 万人，比
2013年末增加2721.3万人，增长7.6%，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14446.7万人，占37.7%。

从资产看，2018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法人单位资产914.2万亿元。从负债看，全
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624.0万亿
元。从营业收入看，2018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294.6万亿元。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20日说，国家
统计局将对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进
行修订，近日将公布修订结果。


